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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村村通 连通幸福路
■ 本报记者 林春生

本报通讯员 程慧

“该户网速已达到 548.83 兆，信号稳
定。 ”5 月 20 日上午，铜陵市义安区钟鸣
镇牡东村居民钟仁迢家中，当地电信企业
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网络信号。

“我是去年安装的网络电视 ，之前
家里用的是‘小锅’，每逢刮风下雨，电
视就没信号， 而且也收不到几个频道，
一点都不方便。 ”钟仁迢说，“现在好了，
有了网络电视，就算刮风下雨，电视也
能正常播放。 最关键的是，孩子在家也
能上网课了，生活便利了不少！ ”

光纤网络走进义安区的千家万户，
不仅方便了居民日常生活，也给该区电
商企业带来极大便利。

“现在线下销售成本高、利润小，不利
于我们这种小微企业。 这几年，区内全面
铺设了光纤网络， 连山沟里都有 5G 信
号，给企业网络销售提供了便利。 ”天门镇
五峰村村民江梅朵笑着说。

有了 5G 网络覆盖，江梅朵将自家的
农产品铜陵白姜，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销
售，不仅富了自家，还带动了周边 50余户
姜农增收致富。

近年来，义安区与电信企业开展合
作，大力推进数字义安新基建，构建数

字融合新格局，为村民连通幸福路。
“我们区所有行政村已全部通达光

纤， 所有农村社区均接通电子政务外
网 ， 农 村 家 庭 宽 带 接 入 能 力 达
500Mpbs。 ”义安区信息化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朱学良告诉记者，该区已累计建
设铁塔 650 余座， 占全市总量 32%，移
动电话用户 24.59 万户、 移动 4G 网络
所有行政村全面覆盖。

该区与当地一家电信企业合作，为
所有行政村村部建起无线网络，向村民
提供免费上网服务。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
的持续投入， 为农村社区智慧政务、智
慧平安、智慧金融等农村信息化项目顺

利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乡村金融服务室
配备自动存取款 ATM 机、 便民 POS 机
等金融产品，方便村民办理存取款等各
类金融业务，降低群众办理金融业务成
本，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顺应支
付宝、微信等手机支付潮流，基层乡镇
卫生院也已全面开通手机支付，为农村
居民医疗就诊缴费提供便捷。

据朱学良介绍，目前覆盖义安区的
5G 网络正在全面开启中， 已新 （改）建
BBU 基带集中机房 6 个， 建成开通 5G
网络基站 115 个 ，五松 、顺安等乡镇主
要区域已实现连续覆盖。 预计今年底，
全区各乡镇主街道均可实现全覆盖。

·同心奔小康

�� 55月 2222日，，五河县朱顶镇井头村中药材种植基
地的员工在采摘金银花。。今年，，该基地亩产鲜花 225500
斤到 330000 斤，， 烘干后的金银花大部分销售到河北、、
河南等地中药材市场，，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花””。。

特约摄影 李向前

金银花开““金银””来

特色种植带富众乡邻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刘晨

5 月 18 日， 位于滁州市南谯区大
柳镇曲亭村的安徽盛柳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滁菊种植基地内，负责人刘铭
璇正与种植农户一同查看大棚里花苗
的生长情况。自动喷淋系统正在浇灌十
几万株滁菊幼苗，再过几天，这些幼苗
就将移栽。

2019 年， 刘铭璇大学毕业后兴办

企业，从事特色农产品种植。 企业与省
内科研院校、农业科技公司合作，指导
农户根据自然条件调整种植方式，在改
进农产品加工工艺和加强包装宣传上
下功夫，研发的富硒大米、富硒滁菊获
得了市场认可， 带动 10 多名村民家门
口就业，50 多户农户实现增收。

滁菊是南谯区特色优势农产品，为
在当地推广种植滁菊，安徽盛柳农业公
司 2019 年底与曲亭村开展村企联建，
通过土地流转、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等

方式，种下 150 余亩滁菊，并通过科技
手段提高滁菊的含硒量。同时引进一条
烘干生产线，将富硒滁菊加工成花茶再
包装销售。

70 多岁的丁仕友家里有 20 多亩
地，采用传统种植方式，每亩地年收入只
有 1000 多元。 去年，他将其中 10 亩地
改种滁菊，加上南谯区对滁菊的种植奖
补，每亩地每年能有两三千元收入。 “收
入高了，人轻松了！ ”丁仕友告诉记者。

刘铭璇对记者说 ，2020 年是曲亭

村滁菊种植基地收获的第一年，品尝到
丰收的喜悦后，他和村民对发展滁菊的
前景信心满满。

今年 ， 刘铭璇准备把新承包的
1000 亩土地按照高标准建设， 打造滁
州地区最大的滁菊生产基地，并通过研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滁菊精油、滁菊
蒸汽眼罩等高附加值的新型功能产品，
做强做大滁菊一二三产业。

近年来， 南谯区鼓励各地结合实
际，通过“村企联建”模式合作开发现代
农业项目，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区，走出了强村富民的乡
村振兴路。 目前，南谯区滁菊订单种植
面积约 3500 亩， 被评为 “十大皖药基
地”， 滁菊等农产品畅销周边及长三角
地区。

“甜蜜经济”带来甜日子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魏冉

初夏时节， 各类时令鲜果陆续上
市。 5 月 17 日，在蒙城县小涧镇红城村
的西瓜种植基地，记者见到来自浙江省
台州市的戴林辉在指挥工人采摘西瓜
装车发给客商。

“采收时要保留一段瓜柄，可以防
止病菌侵入且不易炸瓜，也方便消费者
根据瓜柄新鲜程度辨别采收的时间。还

要切记轻拿轻放， 防止产生外伤和内
伤。 ”谈起西瓜采摘，有 10 余年瓜果种
植经验的戴林辉告诉记者。

小涧镇红城村西瓜种植基地是该
村的招商引资项目，由村委会统一流转
土地 500 亩，出租给承包商并由村委会
组织务工，相应劳务费用由村委会进行
统一结算。 2020 年，戴林辉经过考察，
与红城村委会签订承包协议。

红城村委会前期已对土地进行平
整并铺设涵管等排水设施，戴林辉十分

轻松地搭建了 398 个标准化种植大棚。
“今年种植的是美都西瓜， 是一个中早
熟品种，由于管理到位，品质特别好，糖
分可达 13 度以上。 虽然现在西瓜刚刚
开始采摘，但是所有产量已被客户全部
预定完了。 ”戴林辉说。

西瓜种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
从瓜苗培育到成果采摘， 需要大量劳动
力。 红城村西瓜种植基地每天务工人员
络绎不绝，高峰期可带动务工 100多人，
平常也有 70人左右务工。 该基地采取零

活记工的方式，一小时 10 元钱，可为周
边群众每天带来 60元以上务工收入。

赵文勇是在基地务工的一名脱贫
群众，由于勤劳肯干，每天收入在 80 元
以上，而且还成为了工人的召集人。 “前
些年，我患有严重的肾病，经过换肾手
术后，身体逐渐好转，但是重活还是干
不了。现在在基地务工，做些授粉、摘歪
果的轻活，能让家里多一份收入，为我
们带来了甜日子。 ”赵文勇对记者说。

“今年因为没有种植经验，我们村
只是利用在西瓜种植基地的有偿服务
来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年，我们将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扩大基地种植规
模，力争 2022 年发展西瓜种植 1000 亩
以上，打造‘甜蜜经济’。 ”红城村党委书
记袁淑玲介绍。

荩 日前，定远县七里塘乡前黄村村民宋志法在向湖羊投喂饲料。 近年
来宋志法利用当地稻草等秸秆作为饲料养殖湖羊， 并将粪污无害化、资
源化利用，出售给附近种植企业，收入可观。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摄

秸秆养羊促增收

荨 5月 19日，在安庆市宜秀区杨桥镇，仓房社区基干民兵向村民进行秸秆焚烧宣传。 连
日来，该区各乡镇基干民兵和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向村民讲解禁烧秸秆的意义和相
关法规。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彭交亮 摄

“禁烧”巡查不放松

铜陵网络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陈震）今年
以来，铜陵市电商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网络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省商务
厅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铜陵市网
络零售额达 5.55 亿元 ， 同比增长
61.3%，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铜陵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 ，努力做好市场供应保障工作 ，积
极引导线下实体商贸企业发展电子
商务 ，融合线上线下销售 ，拉动企业
线上销售业绩 ， 鼓励新零售发展 ，

积极推动农村电商 、跨境电商发展 ，
力促消费转型升级和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 。

该市充分利用春节假期开展 “网
商年货节”“线上年夜饭预订”“春节不
打烊”等系列促销活动，使当地市民的
网络消费潜力得到充分释放。 此外，直
播带货、社区团购、电商助农等新业态
被激发， 农产品供给和消费均加速向
线上转移，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持续快
速扩大，网络销售成绩不断创新高。

安庆严打跨境赌博犯罪

本报讯（记者 洪放）近年来，安庆
市公安部门重拳出击，严打跨境赌博犯
罪。 2020 年以来，该市共侦办跨境赌博
及关联犯罪案件 90 起， 抓获犯罪嫌疑
人 175 人， 查扣冻结涉案资金 4.67 亿
元，打掉网赌平台 35 个，打掉技术服务
商、推广平台（团伙）4 个，封堵涉赌网
站、 涉赌 App13 个，506 名涉赌人员被
列为法定不准出境人员。

安庆市公安机关强化多警种合成
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汇聚各警种资源，
推进重点专案侦查经营，对重特大案件
报请挂牌督办，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该

市坚持打防并举，积极营造打击跨境赌
博犯罪的宣传范围。通过加强日常网络
的安全巡查， 对涉赌违法网站、App 进
行识别、筛查、阻断、清理和封堵，不断
改善网络环境。

该市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 、新
闻媒体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 “拒绝跨
境赌博”宣传活动。 以进社区集中张贴
宣传海报、 悬挂宣传标语和在网络与
电视媒体播放公益短视频等形式 ，揭
示跨境赌博危害， 积极营造 “防赌拒
赌”良好氛围。

淮北相山区“智医助理”上线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韩

惠 ） 记者近日从淮北市相山区获悉 ，
2020 年以来，“智医助理” 在该区各基
层医疗机构上线，其便捷、高效、规范的
优势助力基层卫生服务。

“智医助理”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效
率，创新基层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模式的
民生工程。

项目在相山区落地以来， 该区卫
健委、镇卫生院举办多次技术培训，邀
请科大讯飞工程师下沉社区服务中

心、村卫生室现场讲解 、操作 ，一对一
辅导， 让基层医生充分了解 “智医助
理”中的辅助诊断 、智能外呼等功能 。
截至目前，该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
实现全覆盖。

截至今年 4 月底，相山区“智医助
理”累计产生就诊病历 2.8万余份，提供
AI辅诊次数、病历规范达到 98.37%；帮
助医生随访居民 127 万余人次，大大提
升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成为守
卫群众健康的好帮手。

砀山推动人才向基层一线集聚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今年以来，
砀山县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努力推动优
秀人才资源向基层一线集聚，着力打造
一支敢担当、敢创业、敢带头的乡村振
兴人才队伍。 该县现有农村专技人才
358 人、农村实用人才 3187 人。

砀山县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专
技人才、返乡创业人士”3 支人才队伍。
实施 “选青推优 ”计划 ，为 139 个村配
备 35 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村级后
备干部。 利用“专家田间行”等活动，组
织专家、 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现场指
导，切实提升农村实用人才综合素质。

下派科技特派员 160 名， 发挥科技力
量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打好“乡
情牌 ”，利用返乡高峰时间段 ，召开座
谈会、思乡会等，鼓励引导在外人才返
乡创业就业。

该县注重通过培训，全面提升基层
人才致富能力。 80％以上的农村骨干劳
动力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受训农民至
少掌握了 1 门至 2 门实用专业技能。该
县培训电商人才 3 万余人次，电商企业
家、电商专业型人才 1200 余名。 目前，
砀山已发展网店和微商 5 万多家，带动
10 万余人从事电商物流等相关产业。

宁和高速公路规划选址获批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 通讯员 常兴

胜）日前，和县宁和高速公路项目取得
重大进展，该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
获得批准，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工。

该项目起于江苏省南京绕城高
速高旺附近 ， 经浦口桥林新城西侧 ，
终于安徽省天天高速西埠与香泉互
通之间 ，全长约 35 公里 。 其中 ，安徽
段起于乌江镇和邵村附近的驷马河 ，
自东北向西南展线 ， 沿线途经乌江
镇 、香泉镇 ，在香泉镇小尹庄西南约
500 米处， 与天天高速互交 ， 全长约
14.2 公里 ，路基宽度 34.5 米 ，采用双

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 ，设计时
速 120 公里， 沿线设置互通立交 2 处
（乌江互通 、香泉枢纽互通 ），总投资
约 22.17 亿元。

目前，该项目正在开展勘察设计，
相关专题审批也即将结束， 其中土地
预审和规划选址、社稳、环评、地灾、压
覆矿 、文物 、航评等专题已完成审批 ，
洪评专题已完成专家评审并上报相关
主管部门待批， 水土保持专题正在有
序推进。

项目拟采取 BOT 模式建设， 由社
会资本投资，相关招标工作已启动。

5 月 20 日，怀宁县茶岭镇组织群众清除沿河两岸杂草。 进入汛期，怀宁县对
境内的河、堤、塘、沟等两侧杂树杂草进行清理，保障汛期水道通畅，又有利于对堤
坝裂缝、渗漏等隐患处进行查险、排险，为安全度汛提供保障。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曹晓春 摄


